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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向错理论为基础，在断层一维转动与地表形变关系研究的基础上，推导了弹性半空间均匀介质中断

层三维转动与地表形变的关系，对不同深度和倾角的断层以不同方式转动产生的地表形变的曲线变化特征

进行了分析，计算了断层以不同方式转动产生的地表水平位移和垂直形变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１）断层

转动对地表位移的影响随着断层深度的增加不断衰减，地表位移对不同倾角的断层转动有不同的响应，其中

以断层角点为转动轴的断层向错引起的地表形变受倾角的影响最为显著；２）断层以不同方式转动相同的量产

生的水平位移和垂直形变在数值上大小相近，垂直形变的空间分布与断层的转动方式有关；３）断层三维转动

与滑动引起的地表形变在数值大小上有区别，但具有相同的量级，空间上断层滑动引起的形变范围相对转动

较为广泛。最后，讨论了断层向错理论在地壳形变分析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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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壳中断层（奇变源）的裂纹活动是地壳局部

形变的力源基础，其活动方式由滑动和转动两部

分构成。自１９５８年由文献［１２］引入研究大地形

变问题以来，位错理论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并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３１７］，通过半空间均匀介质中的矩

形位错理论，顾及地球曲率、层状结构的球形位错

理论以及分层粘弹性位错模型，可对断层面上质

点的滑动与地面形变场、应变场和重力场的关系

进行定量描述和定性分析。向错理论［１８１９］作为描

述弹性介质中断裂面运动方式的理论，其与断层

活动有关的大地形变的宏观研究逐渐得到重视。

以向错理论为基础，文献［２０］推导了弹性半空间

均匀介质中断层转动与地表形变的关系，补充和

完善了位错理论在大地形变研究中的应用，但仅

考虑了断层一维转动的情况。因此，考虑到位错

理论中断层滑动的三维方式，本文以向错理论为

基础，在断层一维转动与地表形变关系研究的基

础上，推导了弹性半空间均匀介质中断层三维转

动与地表形变的关系，对不同深度和倾角的断层

以不同方式转动产生的地表位移的格林函数变化

曲线进行了分析，计算了断层以不同方式转动产

生的地表水平位移和垂直形变的空间分布特征。

最后，对向错理论在地壳形变研究中的应用进行

了讨论和思考。

１　断层三维转动与地表形变理论关

系

１．１　弹性介质中奇变源引起的不连续形变

弹性介质空间中断层上盘相对下盘的位移矢

量可表示为［２０］：

Ω
＋
－Ω

－
＝ω

狌＋－狌
－
＝犪＋狉×ω

（１）

式中，狉为断层面上任一点相应旋转轴的距离；Ω

为断层旋转向量；狌为断层运动引起的位移。

符号上标中的正负号分别代表断层的上、下

盘。位移矢量的不连续性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项

犪描述断层滑动部分，第二项代表由断层向错引

起的位移部分，转动矢量ω代表向错的大小或强

度。为研究弹性介质中奇变源（位错、向错）形变

的传播关系，考虑一个均匀、各向同性、无限大的

自由弹性体（体力犳犻＝０），预先给定一个范性应

变ε狆犽犾，一般它是位置的函数，通过弹性介质中位

移场狌和应力场τ满足的应力应变关系、平衡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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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方程和位移应变微分关系，文献［１９］给出了位

移格林函数的张量表达式，即：

狌Ｔ（狉）＝∫犮犻犼犽犾犌犼狀（狉）犪犾＋ε犾狇狉ω狇 狓－（ ）［ ］狓′ ｄ犛′犽

（２）

其中，ｄ犛′犽为单位面元。

犌犼狀（狉）＝
１

８πμ
δ犼狀狉狇狇－

１

２１－（ ）ν
狉犼［ ］狀 （３）

犮犻犼犽犾 ＝
２μν
１－２ν

δ犻犼δ犽犾＋μδ犻犽δ犼犾＋δ犻犾δ犼（ ）犽 （４）

式（３）为格林函数的张量解析式，δ犻犼为张量积

Ｋｒｏｎｅｃｋｅｒ符号；ε犾狇狉为爱因斯坦约定符号；μ为剪

切模量；ν为泊松比。当犪犾＝０时，断层仅有向错；

若ω狇＝０，表示断层不出现向错，式（２）可简化为

位错理论中由于断层滑动产生的形变。

１．２　断层三维转动与地表形变关系

在以断层为研究对象的局部坐标系（犡 轴和

犢 轴分别为断层走向和宽度方向，犣轴垂直于地

面并经过断层左下角点向下）中讨论断层三维转

动与地表形变的关系。图１给出了断层转动的三

种形式，图１（ａ）为以断层的左下角点为转动中

心，图１（ｂ）为以断层宽度方向为转动轴，图１（犮）

为以断层走向方向为转动轴，ω１、ω２ 和ω３ 为不同

转动方式所对应的转动角。由式（１）和图１可知，

断层面相互转动过程中引起的断层面上任一点的

位移量与转动矢量ω和转动方式有关。

图１　断层转动的三种方式

Ｆｉｇ．１　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ｏｆＦａｕｌｔ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断层三维转动引起的断层面上任一点犙 的

走滑分量犝１、倾滑分量犝２ 和张裂分量犝３ 与旋转

参数ω犻之间的关系为：

犝１ ＝狉１（１－ｃｏｓω１）＋狉２（１－ｃｏｓω２）

犝２ ＝狉１ｓｉｎω１＋狉３（１－ｃｏｓω３）

犝３ ＝狉２ｓｉｎω２＋狉３ｓｉｎω

烅

烄

烆 ３

（５）

式中，狉犻为断层面上任一点犙 到相应旋转轴的距

离。在各向同性介质中，滑动犝犼在点（狓１，狓２，狓３）

处产生的位移狌犻（狓１，狓２，狓３）可表示为
［３］：

狌犻＝
１

犉∑犝犼 λδ犼犽
狌

狀
犻

ξ狀
＋μ

狌犼犻

ξ犽
＋
狌

犽
犻

ξ
（ ）［ ］

犼

狏犽ｄ犛

（６）

式中，λ、μ为弹性介质拉梅常数；狏犽是垂直于单位

面元ｄ犛的方向余弦；狌犼犻 是位错点处犼方向上应

力分量犉犼在地表一点（狓１，狓２，狓３）产生的犻方向的

位移分量。

假设断层面上奇异点（ξ１，ξ２，ξ３）在局部坐标

系中的位置为（０，０，犱），通过式（６）可计算出该奇

异点在地面任一点（狓，狔，狕）处产生的位移。

向错引起的走滑分量在地面上产生的位移

为：

狌狓１ ＝－
犝１
２π
［３狓

２
狇

犚５
＋犐１ｓｉｎα］ｄ犛

狌狔１ ＝－
犝１
２π
［３狓狔狇
犚５

＋犐２ｓｉｎα］ｄ犛

狌狕１ ＝－
犝１
２π
［３狓犱狇
犚５

＋犐４ｓｉｎα］ｄ

烅

烄

烆
犛

（７）

　　向错引起的倾滑分量在地面上产生的位移

为：

狌狓２ ＝－
犝２
２π
［３狓狆狇
犚５

－犐３ｓｉｎαｃｏｓα］ｄ犛

狌狔２ ＝－
犝２
２π
［３狔狆狇
犚５

－犐１ｓｉｎαｃｏｓα］ｄ犛

狌狕２ ＝－
犝２
２π
［３犱狆狇
犚５

－犐５ｓｉｎαｃｏｓα］ｄ

烅

烄

烆
犛

（８）

　　向错引起的张开分量在地面上产生的位移

为：　

狌狓３ ＝
犝３
２π
［３狓狇

２

犚５
－犐３ｓｉｎ

２
α］ｄ犛

狌狔３ ＝
犝３
２π
［３狔狇

２

犚５
－犐１ｓｉｎ

２
α］ｄ犛

狌狕３ ＝
犝３
２π
［３犱狇

２

犚５
－犐５ｓｉｎ

２
α］ｄ

烅

烄

烆
犛

（９）

其中，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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犐１ ＝ μ
λ＋μ

狔［
１

犚（犚＋犱）
２－狓

２ ３犚＋犱

犚３（犚＋犱）
３
］

犐２ ＝ μ
λ＋μ

狓［
１

犚（犚＋犱）
２－狔

２ ３犚＋犱

犚３（犚＋犱）
３
］

犐３ ＝ μ
λ＋μ

狓

犚（ ）３ －犐２
犐４ ＝ μ

λ＋μ
［－狓狔

２犚＋犱

犚３（犚＋犱）
２
］

犐５ ＝ μ
λ＋μ

［ １

犚（犚＋犱）
－狓

２ ２犚＋犱

犚３（犚＋犱）
２

烅

烄

烆
］

狆＝犱ｓｉｎα＋狔ｃｏｓα

狇＝狔ｓｉｎα－犱ｃｏｓα

犚２ ＝狓
２
＋狔

２
＋犱

２
＝狓

２
＋狆

２
＋狇

烅

烄

烆 ２

　　以上为单位面元ｄ犛上的点源在地面产生的

形变量。为了描述断层活动与地面位移之间的关

系，对已定几何参数的有限矩形面，其位移场可通

过矩形面上各点的点源表达式在矩形面上进行积

分求解。考虑到解析积分的复杂性和计算的可行

性，采用二维高斯勒让德求积公式进行数值积分

计算，经过计算实例验证，当节点犿＝６时，即可

获得稳定且精度较高的解。

∫
１

－１∫
１

－１
犳狓，（ ）狔ｄ狓ｄ狔≈∑

犿

犽＝０
∑
犿

犻＝０

犃犽犃犼犳 狓犽，狔（ ）犻 （１０）

式中，犃犽 和犃犼为积分系数。

　　断层三维转动在地表产生的位移场可通过上

述位移场分量的叠加获得。

狌狓 ＝狌
狓
１＋狌

狓
２＋狌

狓
３

狌狔 ＝狌
狔
１＋狌

狔
２＋狌

狔
３

狌狕 ＝狌
狕
１＋狌

狕
２＋狌

狕

烅

烄

烆 ３

（１１）

表１　断层几何和转动参数

Ｔａｂ．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Ｆａｕｌｔ

经度

／（°）

纬度

／（°）

长度

／ｋｍ

宽度

／ｋｍ

深度

／ｋｍ

走向

／（°）

倾角

／（°）

ω１

／（″）

ω２

／（″）

ω３

／（″）

９７ ３６．５ １１０ ３０ ２０ ９０ ６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２　断层转动引起的地表形变计算及

分析

２．１　位移格林函数曲线变化特征

为了直观上理解和认识断层埋深和倾角变化

对断层转动引起的不同形变场的变化特征，通过

式（１０）分别计算了断层埋深地表位移和断层倾

角地表位移的曲线变化特征。为了便于讨论，本

文对简单断层（表１为断层的几何和转动参数）在

地面一点处（９７．５°，３５．５°）由断层转动产生的地

表位移格林函数变化特征进行了模拟计算，如

图２和图３所示。

图２　断层埋深地表位移变化曲线

Ｆｉｇ．２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Ｄｕｅ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ａｕｌｔＤｅｐｔｈ

图３　断层倾角地表位移变化曲线

Ｆｉｇ．３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Ｄｕｅ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ａｕｌｔＤｉｐ

　　从断层埋深地表位移模拟曲线变化结果可

以看出，断层转动产生的地表位移与断层深度相

关性明显，表现为位移分量大小随深度增加不断衰

减。分析位移格林函数的张量表达式认为这种随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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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变化的位移关系和断层埋深与地面之间物质

的力学性质有关，向错作为内应力源，其应力场对

地表位移的影响随着震源距的增加而减小。再者，

变形在固体中的传递近似满足格林函数，因此，观

测到的地面变形可以较好地解释较浅断层因转动

产生的地表形变变化，而断层深度较深时，观测到

的地表形变场变化较小，甚至没有变化，认为埋深

超过１５０ｋｍ时断层向错产生的地表形变趋于零。

从图２可以看出，断层深度对以不同方式转

动产生的地表位移各分量有差异性影响。其中，

断层深度对以图１（ａ）和图１（ｂ）为转动方式的断

层向错产生的地表位移影响较大，对以断层走向

方向为转动轴的断层向错引起的地表位移曲线变

化特征不明显。

图３断层倾角与位移曲线的变化行为表明，

不同转动方式产生的形变对断层倾角的变化有不

同的响应，以断层角点为转动轴的断层向错对倾

角的变化最为敏感；断层倾角为０°和４５°时，以断

层角点为转动轴的断层向错对地表形变的贡献最

大。随着倾角的增加，断层向错产生引起的地表

形变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变化量在几毫米至几十

毫米之间，以断层角点为转动轴的断层向错产生

的地表位移各分量的曲线变化较为剧烈，呈现出

减小增大减小的变化特征。断层向错的另两种

转动形式引起的形变对倾角的变化具有相似的响

应特征，即形变量与断层倾角成正相关关系，但这

种响应特征相对较弱。

２．２　地表形变空间分布特征

通过式（１０）对表１断层转动产生的地表形变

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图４），其

中图４（ａ）～４（ｃ）为断层不同转动方式（对应图１

（ａ）～１（ｃ））产生的地表水平位移和垂直形变空间

分布图像，图４（ｄ）为断层存在三种转动时（三维

转动）产生的地表形变。

图４　断层转动产生的地表形变及空间分布

Ｆｉｇ．４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Ｓｐａｃ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ＤｕｅｔｏＦａｕｌｔ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可以看出，断层以不同轴转动引起的水平位

移在数值上大小相近，断层转动产生的水平形变

显著区主要集中在断层两侧附近区域，这与地震

破裂过程中同震位移的近场剧烈性特征相吻合；

断层向错引起的垂直形变空间分布特征与断层的

转动方式有关，虽都呈现出以断层为中心的几何

对称分布样式，但具有细节上的差异。图４（ｄ）给

出了断层三维转动产生的地表形变场，在断层两

侧水平位移大小相当、方向相反，断层两盘表现出

不同的垂直形变机制，上盘表现出地壳的隆升，下

盘呈现出地壳沉陷的垂直运动特征。图５计算了

断层滑动（走滑量２００ｃｍ，倾滑量１００ｃｍ）产生的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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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形变分布，从水平速度方向看，断层转动引起

的水平速度方向趋于平稳旋转，这种运动速度方

向的渐进变化特征可能更符合于描述ＧＰＳ观测

到的中国大陆局部区域（川滇地区、河西地区等）

的位移旋转运动。从宏观上看，断层向错产生的

地表形变数值略大于滑动产生的形变，但具有相

同的量级，空间上断层滑动引起的形变范围相对

转动较为广泛。

图５　断层滑动产生的地表形变

Ｆｉｇ．５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ｕｅｔｏ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ｄｉｎｇ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讨　论

地壳形变的位错模式描述已经得到深刻的发

展和普遍的认可，本文以向错理论为基础，对断层

三维转动与地表形变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地

质构造活动特别是块体边界断裂带的活动是一种

长时期、大空间跨度的变形运动，在周边块体的碰

撞、挤压作用下，断层所受构造应力的分段差异性

很可能会引起断层的转动。因此，弹性介质中地

壳形变的向错理论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性，但客

观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有必要对断层转动研究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

１）弹性介质中，向错有楔型向错和扭转向

错，同时也有结合两种形式的混合向错［１８１９］。本

文初步给出了断层三种简单的转动形式与地表形

变的关系，断层其他复杂的转动形式如何进行描

述是值得探讨的问题，通过投影、坐标转换和线性

组合等方法建立断层复杂转动与简单转动之间的

关系，进而计算其引起的地表形变是可行的。

２）式（１）表明，断层转动产生的滑动量除与

转动角有关外，理论上转动轴位置的选取对地表

形变同样有一定的影响。

３）本文通过假设地壳是各向同性弹性介质

体，即λ、μ为常数，来计算断层转动产生的地表形

变。事实上地壳物质的岩石物理特性是各向不均

匀的，那么顾及地壳不均匀结构的向错模型应是

未来研究的重点。

４）由狌＋－狌－＝犪＋狉×ω可知，转动与滑动矢

量共同构成了断层面上运动的不连续性，说明单

一的断层转动或滑动都不能合理、严密地表达断

层的活动形式。因此，断层转动与滑动组合模型

研究地壳形变有着重要的意义，断层转动与滑动

组合模型产生的位移可通过位移格林函数的张量

表达式狌＝∫犮犻犼犽犾犌犼狀（狉）［犪犾＋ε犾狇狉ω狇（狓－狓′）］ｄ犛′犽计
算得到。

３．２　结　论

以向错理论为基础，根据弹性介质中奇变源

与介质中任意点位移之间的关系，推导了弹性半

空间均匀介质中断层三维转动与地表形变的关

系，对不同深度和倾角的断层以不同方式转动产

生的地表位移的曲线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计算

了断层以不同方式转动产生的地表水平位移和垂

直形变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

１）断层转动对地表位移的影响随着断层深

度的增加不断衰减，地表位移对不同倾角的断层

转动有不同的响应，其中以断层角点为转动轴的

断层向错引起的地表形变受倾角的影响最为

显著。

２）断层以不同方式转动相同的量产生的水

平位移和垂直形变在数值上大小相近，垂直形变

的空间分布特征与断层的转动方式有关。

３）断层三维转动与滑动引起的地表形变在

数值大小上有区别，但具有相同的量级，空间上断

层滑动引起的形变范围相对转动较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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